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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 

1.1 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化工区污水处理场 VOCS 治理项目，采用

生物法+吸附法的组合式技术，对场区内废气进行处理，尾气排放达

到国家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1-2015）和《恶臭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。 

因此，需要相关设备的制造厂家来完成该套系统设备的设计、制

造、运输及安装指导等系列工作。 

本询价书规定了对供货方（制造商）的一般要求。 

1.2 供货方应遵守项目规范和本询价文件的要求，并保证其分供货商

也遵守上述要求。供货方对所报价的设备负完全责任。 

1.3 本询价书及所附文件一并构成技术询价文件，目的在于明确供货

商的供货及工作范围，并明确供货商应承担的责任。 

1.4 本询价书及该项目的其他文件一起使用，这些文件内容如有冲突，

以要求严格者为准。 

1.5 本询价文件(包括其中所列的技术文件)所规定的内容是设备招标

的基础，供货方对上述内容的任何改变或偏离，应在报价书中明确。

供货方提出的偏离将会在技术协调会上讨论，用户保留接收或驳回这

些偏离请求的权利。如供货方未明确提出偏离，将认为与询价文件完

全一致。合同生效后，本询价文件将作为技术附件，是采购合同的组

成部分。 

2 工艺及接口参数 

2.1 化工污水二处理场成套废气处理装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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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1 装置入口浓度 

表 2-1  化工污水二处理场废气处理装置进口设计浓度值 
硫化氢 

mg/m3 

苯 

mg/m3 

甲苯 

mg/m3 

二甲苯 

mg/m3 

氨气 

mg/m3 

非甲烷总烃 

mg/m3 

11.4 112.3 46.2 45.7 2.5 391.9 

2.1.2 废气排放浓度值 

供方所提供的废气处理装置必须是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、安全可

靠、运行灵活的产品，恶臭气体经处理后的排放尾气能满足国家《恶

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 40 米排气筒的排放标准值及

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1-2015）中苯、甲苯、二

甲苯及非甲烷总烃等污染物的排放要求，具体要求为： 

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后污染物排放标准 
序号 控制项目 排气筒高度 m 排放浓（mg/m3) 排放量 kg/h 备注 

1 硫化氢  40 / 2.3 

GB14554-93

中 

要求指标 

2 甲硫醇 40 / 0.31 

3 甲硫醚 40 / 2.3 

4 二甲二硫醚 40 / 3.1 

5 二硫化碳 40 / 11 

6 氨 40 / 35 

7 三甲胺 40 / 3.9 

8 臭气浓度 40 / ＜2000(无量纲) 

9 非甲烷总烃 / ≤120 / 

GB31571-2

015 中要求指

标 

10 苯 / ≤4 / 

11 甲苯 / ≤15 / 

12 二甲苯 / ≤20 / 

13 苯乙烯 / ≤50 / 

2.1.3 装置参数 

化工污水二处理场废气处理设备，处理气量：36000Nm3/h，具体

参数要求如下 

a) 废气处理设施 

处理气量: 36000 Nm3/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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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: 1 套 

操作时间：8760 小时/年，连续运行时间不小于 3 年 

使用年限：≥20年 

处理工艺：预处理隔油+生物 1 段+生物 2 段+吸附再生（在线式） 

b) 材质及寿命要求 

预处理隔油段及生物段主体设备材质：瓦楞不锈钢 304（厚度

1.5mm）,中间采用矩形钢制作骨架，中间保温，设备内衬玻璃钢。 

油水分离器材质：外壳不锈钢 304（厚度≥3mm） 

吸附段主体设备材质：外壳不锈钢 304（厚度≥3mm） 

生物段填料寿命：≥10年 

吸附填料寿命：≥6 年 

c) 分段装置的运行参数 

1) 预处理隔油段运行参数 

处理气量: 10000 Nm3/h 

填料材质：隔油填料 

2) 生物 1 段运行参数 

处理气量: 36000 Nm3/h 

填料材质：有机和无机混合填料 

3) 生物 2 段运行参数 

处理气量: 36000 Nm3/h 

填料材质：有机和无机混合填料 

4) 吸附段运行参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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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附填料：吸附剂（建议但不限于使用活性炭纤维）  

2.1.4 供货范围 

废气处理设备及材料供货清单见下表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，为了保

证工艺完整性，供货方需按经过需货方及设计方审查后的 PID 范围进

行供货。 

化工污水二处理场废气处理设备供货清单 
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规格型号参数 材质 备注 

工艺静设备供货清单 
 

1 

废气处理设备多

级组合式生物段

处理系统 

1 套 

处理气量 36000Nm3/h，

含预处理段、生物滴滤

池及生物滤池三段，设

备具有保温功能 

  

1.1 预处理段 1 套 隔油 
  

1.1.1 
预处理段主体设

备 
1 套 

处理装置壳体采用 304

不锈钢材质，矩形钢骨

架，高效保温材料，内

衬玻璃钢，设备具有保

温功能，有机和无机混

合填料。 

组合件  

1.1.2 填料 1 套 隔油填料 组合件  

1.1.3 循环水箱 1 套 
 

不锈钢

316L 
 

1.2 生物一段 1 套 处理气量 36000Nm3/h 
 

 

1.2.1 
生物一段主体装

置 
1 套 

 

主体外壳

材质：瓦楞

不锈钢

304,中间

采用矩形

钢制作骨

架，中间保

温，设备内

衬玻璃钢。 

 

1.2.2 填料 1 套 有机和无机混合填料，  组合件 
滤床配套

保湿材料 

1.2.3 循环水箱 1 套  
不锈钢

316L 
 

1.3 生物二段 1 套 处理气量 36000Nm3/h 
 

 

1.3.1 生物二段主体装 1 套 
 

主体外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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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规格型号参数 材质 备注 

置 材质：瓦楞

不锈钢

304,中间

采用矩形

钢制作骨

架，中间保

温，设备内

衬玻璃钢。 

1.3.2 填料 1 套 有机和无机混合填料  组合件 
滤床配套

保湿材料 

1.3.3 循环水箱 1 套 
 

不锈钢

316L 
 

1.4 
生物氧化设备设

备钢爬梯 
1 套 

 
Q235  

2 深度处理系统 1 组 

处理气量 36000Nm3/h，

适合对低浓度不可生物

降解的恶臭气体处理 
 

 

2.1 主体设备 2 套 

设备与生物处理装置为

一个整体，含配气系统，

出气系统、局部保温。

含吸附填料、支架等 

外壳：不锈

钢 

至少 2 个

吸附箱体 

2.4 
再生尾气处理系

统 
1 套 

  
 

2.4.1 再生后冷却系统 1 套 配套冷却用换热器 不锈钢 304  

2.4.2 再生烘干系统 1 套 配套加热用换热器 不锈钢 304  

2.5 凝析液储罐 1 套 
 

不锈钢

316L 
 

3 工艺管道 1 套 
包括界区外 1m 范围内

风管与设备内工艺管道 

FRP/不锈

钢 304 
 

4 排气筒 1 根 

Φ1100mm，40m，含塔

架，包括采样口，采样

平台及折返斜爬梯 

FRP  

5 电气及控制 1 套 
  

 

5.1 控制柜 1 套 
  

 

5.2 PlC 系统 1 套 
   

5.3 仪表接线箱 1 套 防爆等级：dⅡBT4 
  

5.4 电缆 1 套 
供货界区范围 1 米内对

应电缆、桥架及其配件   

工艺动设备供货清单 
 

1 预处理循环水泵 2 台 

单级悬臂离心泵，配套

防爆电机；防爆等级：

EXdIIBT4； 

过流部分：

316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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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规格型号参数 材质 备注 

2 生物一段洗涤泵 2 台 

单级悬臂离心泵，配套

防爆电机；防爆等级：

EXdIIBT4； 

过流部分：

316L 
 

3 生物二段循环泵 2 台 

单级悬臂离心泵，配套

防爆电机；防爆等级：

EXdIIBT4 

过流部分：

316L 
 

4 凝析液输送泵 2 台 

单级悬臂离心泵，配套

防爆电机；防爆等级：

EXdIIBT4 

耐腐蚀离

心泵 
 

5 引风机 2 台 

流量：36000m³/h；功率：

75KW；采用联轴器连

接，配套防爆电机；防

爆等级：EXdIIBT4； 

主体材质：

FRP  

仪表、阀门供货清单  配套 
 

3 技术要求及说明 

3.1 设备制造执行标准 

供货设备和材料在设计、制造、检查、验收、安装、使用、包装

和运输等工作中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标准和规范中的有关章

节的要求，同时还应符合所列标准和规范中隐含的其他规范和标准中

的有关章节要求，且供货商所遵循的标准与规范应为最新版本。 

《石油化工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                 GB31571-2015

《工业建筑供暖通风及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      GB50019-2015  

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                  GB 14554-93 

《压力容器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150-2011 

《热交换器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151-2014 

《石油化工企业排气筒（管）采样口设计规范》      SH3056-1994 

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》                GBZ2-2002 

《工厂企业厂界噪声标准》                GB1234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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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空气质量恶臭的测定、三点比较式臭袋法》       GB／T14675 

《空气质量硫化氢、甲硫醇、甲硫醚、二甲二硫的测定气相色谱法》 

GB／T14678 

《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组件》                 IEC439 

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3095-2012 

《压缩机，风机，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     GB50275-2010 

《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》     GB50254-2014    

《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GB50650－2011 

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  GB50160-2008 

《石油化工管道布置设计通则》                   SH3012-2000 

《石油化工管道设计器材选用通则》               SH3059-2001 

《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  SH3097-2000 

《石油化工管道柔性设计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 SH/T 3041-2002 

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 GB50011-2010  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              GB12348-2008 

当所列的标准、规范不能覆盖卖方的设计和供货时，在得到买方

批准后，制造厂的标准可以被使用。 

3.2 设备总体技术要求 

a) 设计及运行参数需满足 2.1.3 章节废气处理装置操作参数的要求； 

b) 废气处理设备能满足自动化运行要求，做到无人值守； 

c) 设备年操作时间 8760 小时，连续运行时间不小于 3 年； 

d) 生物处理段只能使用生物处理工艺，且要详细描述废气中硫、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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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可生化的物质的处理机理，标明每段的去除率； 

e) 为保证达标排放，要求在生物处理段后增加深度处理吸附再生工

艺，对无法用生物法处理的 VOCs 气体进行处理； 

f) 深度处理段要详细描述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非甲烷总烃等较难生

化的物质的处理机理，并标明去除率； 

g) 深度处理段需在线再生，至少分为 2 个箱体，一套再生时，另一

套能继续吸附，确保连续运行，且一套再生时，另一套正常吸附，保

证此时段的废气达标排放； 

h) 每个再生箱体需至少配套进气阀、排气阀及尾气排放阀（均为自

动阀门，不锈钢材质、耐高温），实现定期自动再生； 

i) 再生后吸附填料需设置自动干燥、冷却系统； 

j) 尾气需要采用冷凝降温，冷却后尾气温度不超过 37℃，设置冷凝

液及尾气收集系统，以回收冷凝水和恶臭物质并对恶臭物质进行合理

处置，接触腐蚀液的设备使用材质为不锈钢 304。 

k) 蒸汽管道材质为无缝钢管，氮气、冷却水、生产水生化池进出水

管道及循环水管道采用 304 不锈钢管。凝析液管道采用 316L 不锈钢

管。 

l) 装置设置检修平台及爬梯、检修口、排料口、人孔等，并考虑设

备检维修，更换填料的相应设施； 

m) 废气处理设备需配备废气超越管线，在设备检修时使用； 

n) 排气筒 40 米高，排气筒上设置采样口及采样平台，排气筒附带斜

爬梯及塔架围护结构，采样口及采样平台高度按照相应规范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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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) 排凝管道充分考虑保温、伴热设施；必须增加水封弯排凝，不使

用阀门，每个最低点均设置排凝。 

p) 废气处理设备使用年限大于 20 年。 

q) 最电流负荷限值：化工污水二废气处理厂房最大电流负荷为

1000A。 

r) 场区内没有地下污水管网，凝析液排放需敷设在管架上送至污水

场隔油池，适当考虑凝析液泵的扬程。 

s) 废气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气量为 10000Nm3/h，该气体顺序进入成套

装置的预处理隔油段，生物段，深度处理段；另一部分气体直接进入

成套装置的生物段，深度处理段。 

t) 装置进气管线上设有气体采样点。 

3.3 设备本体制造要求 

设备的设计、加工制造、材料、焊接与探伤等必须符合规定的相

关标准和规范。 

3.4 检验要求 

a) 制造单位的检验部门在设备制造过程中按国家有关标准、规程和

企业工艺要求进行全程质量检验，并提供主要受压件材质复验证明、

焊接质量证明和水压试验证明； 

b) 法定（或授权）的检验机构应对设备生产的主要环节进行监督检

验，并提供监督检验证明书； 

c) 设备、附件及备件的开箱检验，应在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后 10 天内

在招标人指定的现场完成。检验人员由招标人和投标人双方代表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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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附加要求； 

a) 供货方在投标时应提供：全部工艺技术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废气处

理设备计算书、工艺联锁控制操作说明、设备布置图、PID 图、设备

外形图，设备的隔油及生物填料、菌种及吸附剂用量等。 

b) 设备出厂时应装设产品铭牌。 

3.6 交货期要求 

最终交货期以大庆石化公司根据项目进度规划情况规定的日期

为准。 

3.7 技术培训 

a) 中标人应就其所提供的设备及操作系统，对招标人的技术人员和

维修人员（不少于 2 人）进行操作和维护保养方面的培训，培训费由

中标人承担； 

b) 中标人应在培训开始前一个月提出推荐的培训计划，以取得招标

人同意，保证售后设备在运行之初即能在良好状态下运行； 

c) 中标人派出的培训人员，应在所提供的同类产品上至少具有 3 年

的维修经验； 

d) 对操作人员的培训内容至少应包括操作和安全保护措施； 

e) 招标人将派有关人员参加安装，中标人应安排工程师给予指导和

演示，必要时，应对如何进行零件的拆装，如何排除故障进行指导和

演示； 

f) 培训所需费用，包括交通食宿和其他杂费由中标人负担，包括在

报价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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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供货范围 

4.1 供货及分工界区 

供货方设计范围包括废气处理厂房外 1m 以内的界区所有工程，

提供系统内部的所有集成。 

各专业的分工界面如下： 

a) 工艺： 

供货方负责系统的工艺包设计、工艺设备规格的确认、选型； 

b) 土建： 

供货方提供系统内所需的土建设计条件，土建部分由需货方负责

施工；但废气装置需设置在既定厂房内，厂房尺寸如下： 

化二废气处理装置设置在原厂房内，化二废气处理厂房建筑面积

为 35×15m，单层，层高 7m，厂房北侧留有 6×15m 的控制室，分析

室及取样间，厂房总平面布置见附图。 

c) 管道： 

供货方提供界区内的设备、管道、阀门等安装图给设计方，最终

施工图设计由设计方确认。所需公用工程接至界区外 1m，并标出公

用工程接管方向。 

d) 电气： 

废气处理成套设备配电以电气控制柜为界，需货方负责将动力电

缆送至现场电气控制柜端子排，供货方负责提供电气控制柜、控制柜

到用电设备的所有电缆及附件。 

卖方需提供新增用电负荷要求及电气原理图。提供有关配电电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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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的负荷清单（包括电动机电压、额定容量、运行及备用台数）及布

置图等。 

供电控制柜放置于废气处理厂房内，所有电机均防爆，防爆等级

dIIBT4。 

e) 自控： 

废气处理成套设备控制系统以现场接线箱为界（接线箱由卖方负

责提供），接线箱至成套设备的全部材料由卖方负责（包括现场仪表、

仪表安装材料）。 

供货方提供现场仪表及接线箱型号、规格、信号类型、电气接口、

测量范围（仪表）、电缆规格等。公用工程（含水、电、气、风等）

以界区外 1 米为界，界区内的仪表、阀门、供气等由供货方负责提供

并安装。 

另外，需货方根据供货方的要求提供土建、采暖通风、消防、给

排水、通讯、动力、照明与接地等装置的施工。 

4.2 中标人应随设备免费提供各种技术资料，可编辑的电子版文件一

份，纸版文件一式 6 份（部分不能全部提供的至少提供一份原件），

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

a) 设备数据表； 

b) 设备图纸，包括：设备总图、辅机图册（如果有）、安装图（含基

础图）； 

c) 设备质量证明包括：出厂合格证、金属材质证明；若成套设备内

有属于压力容器的设备，每台设备需另附以下材料： 设备出厂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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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、设备数据表、安装监督检验证书、安全性能监督检验证书； 

d) 安装、使用保养维修手册（或说明书）； 

e) 原材料、外购零部件的分析报告及检验合格证（包括授权检测单

位出具的产品质量合格证明）； 

f) 辅机、附件及备件明细表； 

g) 安装验收标准中要求的其它文件资料； 

h) 为培训目的，招标人有权复制这些资料而不另付费用。 

5 职责范围 

5.1 供货方应按照询价书提供的基础数据完成如下工作 

a) 设备选型； 

b) 设备、管路、仪表等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； 

c) 废气处理设备的对外资料； 

d) 风机压头计算书； 

e) 买方安装，卖方负责指导安装。 

5.2 设计方负责废气处理设备与外部的衔接，如有变动，供货方应做

相应改动，改动结果反馈用户和设计方。 

5.3 用户和设计方对供货方废气处理设备设计资料进行评审，经确认

后方可投入制造。但此确认并不减轻供货方按合同应负的责任。 

6 性能考核 

6.1 性能考核应在开车 3 个月内或货到现场 18 个月内进行，若超过此

期限，则双方另行协商性能考核日期。 

6.2 性能考核时间为连续 72 小时，考核项目为性能保证指标。如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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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不到性能保证指标，双方讨论可能的原因并确定整改措施。整改时

间由双方协商确定，直接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整改后应重新考核，直

到符合要求为止。 

6.3 性能考核合格后，由用户以书面形式通知供货方。 

7 偏差 

在询价过程中，供货方需要偏离本请购单或相关规范、标准的要

求时，须在技术澄清时提出书面申请，只有经用户书面批准的偏差才

被认为有效，并在合同的过程中遵守。用户对供货方提供的资料的确

认并不能减轻供货商的责任。 

8 包装运输 

设备按 JB／T4711-2003 以及合同中的规定进行包装运输。 

9 售后服务 

9.1 在废气处理设备安装时，供货方派人员到现场提供设备安装、调

试服务，安装完毕后和用户一起进行检查和整改，直至设备投用正常。 

9.2 供货方应提供所配套的有关设备、仪表的说明书及合格证，提供

除臭设备操作和维护手册。 

9.3 使用过程中，如废气处理设备出现质量问题，供货方接到用户通

知后 48 小时之内到达现场。 

10 标书要求 

10.1 供货方的投标文件应严格遵守技术询价书的要求。供货方也可

以提出满足或高于本询价文件(包括数据表)要求的备选方案，但须特

殊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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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2 供货方的投标文件应至少包括以下： 

a) 完整的数据表； 

b) 设计条件、技术特点、性能和质量保证； 

c) 偏差表； 

d) 轮廓及布置图； 

e) 材料清单； 

f) 技术要求的图纸； 

g) 设备的损耗； 

h) 特殊工具列表； 

i) 推荐的试车及开工用备品备件表（如有），满足连续三年操作的

备品备件表及价格； 

j) 分包商的资料，资格证书和业绩。 

11 现场条件 

11.1 气象条件 

气象条件见下表： 

大庆地区气象条件表 

序 号 项    目 数值 单  位 

1 温 度 

1.1 年平均温度 4.4 ℃ 

1.2 极端最高温度 38.3 ℃ 

1.3 极端最低温度 -39.3 ℃ 

2 湿 度 

2.1 年平均相对湿度 64.6%  

3 压 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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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年平均大气压 100.92 KPa 

3.2 夏季平均 98.77 KPa 

3.3 冬季平均 100.125 KPa 

4 地震等级 VI 度 

11.2 公用工程条件 

公用工程条件见下表： 

公用工程条件表 

序 号 项    目 参数 备注 

1 电 源 380V/3Ph/50HZ  

2 仪表风压 0.6MPa  

3 给水 0.2MPa 生产水/新鲜水 

4 低压蒸汽 1.0MPa，温度：180℃  

5 氮气 0.6Mpa  

6 循环冷却水 0.3-0.55Mpa ≤30℃ 

12 附注 

电机条件如下： 

a) 电气设备防爆级别为 dIIBT4； 

b) 防护等级为 IP55； 

c) 防腐级别为户外防中腐蚀型(WFl)。 

13 联系方式 

设计方：中国石油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吉林设计院 

联系人： 魏 昕 

地址： 吉林市昌邑区解放北路江山帝景综合楼 3 楼 B 区 

邮政编码：132002 

电话：    13604477676    0432-650191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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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mail：   jny_weixin@petrochina.com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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